
《心类学》第四讲

20200619

� ……不足，以及任何事情都认为不好的东西因为他、因为外边等等的一种缘

故而导致我自己的一些不顺。这种一个观念其实是一种这种不是非常正确的，虽

然有外在的心续，最重要最为严重是自己心续中的所谓我执。因为我们认不清楚

这个我，一直以为的所谓的这个我，而从这个我上面附加不同的一种对于过度爱

惜自己的原因，然后因有产生了后续种种很频繁（？）而很多的烦恼产生。嫉妒、

嗔恨心、我慢心、怀疑以及对自己过度的爱惜，对他人的做出了一些不如法的行

为，所以这些都是由于我们无知无明的缘故，因为我们没有认清楚烦恼从何而来，

所以我们被我们心续当中所谓无明的一种心而导致我们认不清楚真正法的真理，

产因由无明而产生了后续的烦恼，所以造了不善业。因由这种的原因，造了不善

业，而且生起了烦恼心，所以我们一直堕落到轮回，��一直��在��受到三苦的��损恼。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学习，����认清楚自己心续当中有多么不同的心的产生和心的��

认知，��而这些是��从何而来的？��这样我们认清楚了，��我们才能有办法��知道��真正的是��

从哪里产生出来的。

��因此��很多人��学佛的方向��有些时候是错误的，��很多��信众，��他以为就是��可以烧香

拜佛祈愿，��就认为��这就是我在学佛法，我就是一个��佛弟子，��我每天都给佛烧香，��

我每天都给佛��祈愿，��这就是我一个佛教徒做的，我在做了。可是我��去给他烧香，

我给他供水，我给他��供水果花等等。��当我祈愿的时候，我的祈愿��一直是不灵，��

也没有办法实现，最后��导致对他们失去信心。��这种��一个所谓的佛教徒也是有的，��

这就是一种��类似民间信仰，或者是一种����做这种的一种行为，而认为是自己是一个

佛教徒的做法的话，��这个的确是一种迷信的做法。

��所以��佛法��，其实我们所谓的��佛教徒，��释迦牟尼佛最希望的是什么？��最希望的

是��透过��他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法义，��再来��传达��他自己所领悟到的这些，而且��透过

他领悟到的这种方式，��能��给众生分享这些��如何去断除、如何去认清楚自己内心的

这种��烦恼以及��认知。��因此��释迦牟尼佛��主要��传给我们的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来��断除��

自己心相续当中的八万四千个烦恼。��应由这样��这些是要如何去断除，必须是透过��

闻思修才能够有办法，而不是��烧香拜佛就能够断除。

��因此我们要��去闻��释迦牟尼佛的法，��不只是一次两次，我们要��广闻释迦牟尼佛

的法义，��透过����闻法了之后再去思维��它的含义��以及它的层次��要如何����分配。��因为释迦



牟尼佛导师成了不同的三大��法轮�� 每转法轮的时候都是为��不同的众生的这种��根器

而所宣说的这种法。��所以��这种的法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他是为谁而说，��为哪一种众

生而宣说的。��这样你如果能够分配这种法义的里面的含义的话，��你才会觉得释迦

牟尼佛的法����是如此有契机性，而且��因人施教，是用善巧的方式而去宣说的，并不

是说��它是有相违的。��所以我们现在��21世纪的众生以及佛教徒来说，��我们也应当

要��能够闻思修，��多闻法，��然后多思维，��再去��自己去修行，��这才是一个真正����是一个

修行，��一个佛教徒需要做的。��

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众生��希望��释迦牟尼佛��因为已经成佛

了，所以透过释迦牟尼佛��能够给我一个加持，就可以把我的罪障��等等消除了��，也

有这种的众加持价值以及得到他的加持物就已经��觉得����我得到了保护，或者是我净

化了什么，��透过他摸头或者是给你拍拍背、��拍拍头，��就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得到了��

净化的一种历量。��所以��这种，��其实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多年前就开始已经��讲述

了��。

在释迦牟尼佛在《亲友集》经当中有讲到，��“意罪非以水洗净，��非以手除众

生苦，��非移����吾证于其者，��示法性谛令解脱”。��所以这四句��其实给予我们的一个很

大的��知识以及��佛说的主要的内容。��也有人那时候希望��释迦牟尼佛可以给我用宝瓶

的水里面来加持，��这样在��滴到我的头上就可以净化了我的罪障。��也有印度的，现

在目前也有一些印度的宗教，��他是用水来去净化罪障的这种方式也是有的。��因此

释迦牟尼佛就讲到说��，你自己的��内心里面所造下的这种罪，��你自己造下的罪��是没

有办法用��水可以洗净的，��你造下了苦你到我这边来，��然后要我��为众生��解苦，��众生

的痛苦，��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用手可以去��除众生的苦。��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释迦

牟尼佛��在世间的时候就众生应该大多都可以成佛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意罪也

是没有办法用水洗的，��也没有办法用释迦牟尼佛的手可以把你的，��把我们这些众

生的苦移除。��而且释迦牟尼佛他自己��苦修而得证悟，��最终成佛的这些证悟，��他也

没有办法��把他内心相续中的这些证悟，��移到我们��众生的心续当中，��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非移吾证”，����“吾”是“我”啊，��“证”是“证量”，��没有办法把我的

证悟移到你的��这个心续当中。

“��非移����吾证于其者”，����那有什么办法呢？����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我是透过��从一

个凡夫里面就开始去��净罪集资、慢慢地修行，而是修的是自己的心，��净化的是自

己的��意罪，��慢慢地��铲除了内心的烦恼以及所知障，��然后才��究竟成佛的。我把这种��

我从一个凡夫到��佛的过程已经��讲给你们了，所以我这个就是所谓的宝，��这个才是



你们，����透过这个才能够有办法得到佛的果位。��因此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么地去跟��

众生、��跟我们弟子们��讲述的，��所以��“示法性谛令解脱”。��透过��他所传��达下来传递

给我们的这些八万四千法门，而��通过这种的次第性去修行的话，你一定会解脱��

三苦，一定会解脱轮回，��一定会最究竟得到佛的果位，��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传给我

们的真正的法义。

��所以��学佛法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穿自己的内心的��无计，��以及��内心中是��怎么样��

把我们一直堕落，��什么样的心��一直在让我们��永远����无知。��所以为了我们认清这些��，

一直是����摄类学开始以及心类学开始，��认清自己的心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

不是只为烧香拜佛。��当然烧香��拜佛供�养这种��花水果等等，��的确是有累积福德资粮，��

但这并不是你真正��透过它就可以����解除轮回的苦，��这只是我们��旁边需要的资助的这

种福报的一些����累积资粮的一种方式，��最主要是透过我们内心的心续当中��自净其意

啊。��所以自净其意此乃是佛教。��所以��自己能够把自己内心的��不善��净化到都是善的

这种心的话，����这就是佛陀所讲出来的法义，��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我们需要的。�

�因此我们��从心类学学的时候就开始，��心��是什么样的一种心？��那心有��分为几

种？��上次��我们有位同学有问到��一些心的那种方式，所以我也有��答到答复给他的是

��，因为翻译��人的方式不同，所以��有时候��像我们��西藏的那种��就是 ruiba��它就有两种

翻译，��有些人��称之为“明了”，��我们这本书是有写的“明了”。但是另一本书有

些��是讲的是“了别”，然后 luo，luo是什么？��这边有讲��“觉知”。��但是有些��法本

里面它只是讲的是“心”，��有些是��翻译成��“知觉”，��就倒过来，��前面的是“觉知”，��

中间又有些说“心”，��又有人说��“知觉”，��所以名相��很多了。在西藏的话，��藏语

里面只有一个 luo，��但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三种的名词不同，��xieba也是，xieba 是

藏语“认知”的意思了，��这里翻译成的是认知。��他有些是翻成“识”��，知识的“识”，��

而有些是“认识”，��所以��它是有很多种��说法。

��因此我透过��这次就是想，��前面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眼根识。��眼根识

它有三种��缘：��所缘缘、��不供增上缘、��等无间缘。��大家记不记得眼识的��所缘是什么？��

上次是说��眼根识的缘是��色法����，然后他的不供增上缘是什么？��当然是眼根。��然后他

的��等无间缘是什么？就是����前面的一刹那的那种心。��所以��所缘眼根识的所缘��更��贴

切、更确切的来讲，��可以说他的眼根识的所缘缘����虽然是色法，��但更确切的来讲，��

应该要讲��色处，��色处。��色处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色处��其实����就是只有眼识跟����

眼根��看得到的这个法。��眼睛当然��只能看东西，它不能听东西啊，��它不能闻东西，

它不能摸东西，��眼识就是这样，所以��眼睛看的是��色体的法，��所以他称这种的色体



的法称之为��色处。����相��同的��以下的五根是��它都是有，��耳根识��它的��不共增上缘��是耳根�，�

它的所缘��应该要叫��声处，��声音的声，处是��住处的处，��所以��耳识也只能够听，��它没

办法看。��鼻子也是这样，它的所缘是香处，��舌是舌头的舌，舌��它的所缘缘更确切

的来讲是味处��，身识的所缘是触处，��触处。��这些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

都是色法，��都是色法。��所以说��它们更��仔细细腻地去分的时候，你��讲到色处的话，

会更，��眼识的话，它的所缘缘色处是最好。

耳识是声处，��鼻识是香处，舌识是味处，��身识是触处��，这种的方式，它��的��

不共增上缘��是什么？��是心法还是色法？��这个好像也有些人有这个怀疑。��这个之前

是有讲到的，��它的不共增上缘，是��眼识的话，它的不共增上缘是��眼根啊。��眼根识，��

它是色法��当中的一个法，但是这个色法��是比较细微的那种法。��意思就是说��眼根��

并不是能用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一种色法，��但是它可以运��作用到它的眼识示

可以透过眼根来��看得到，��因此这种眼根也是四大种和合而成的一种根。

��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地水火风是��比较，那

风就是一般我们吹的这种风��。水，��大家也��知道啊，��水火风。这四大种，��其实它也

有很细腻的，我们是用����，它的原字里面就是说有些是没有办法，我们一般人的凡

夫人的眼睛是没办法看得到的，��所以他们合了之后也有粗的也有细的那种色法，��

所以��五根都是四大种��和合而成的不同的根。��所以这是��一般眼睛是，一般是我们看

不到的色法，比较细微的。

那��当然��他的��等无间缘，就是说��眼识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法

都是它有因，眼识��也是它有它的前一刹那的那种��认知啊，就是��这种的一个觉知��

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它的前面的一刹那有一个����认知，那个就是它的等无间缘。�

�还有，��有个同学有问到，��第六意识��不是心王吗，��怎么它有那么多？��我今天����

去查看了一下他的说法。��因为不同的翻译方式，所以我有��名相方面上有点混乱。��

今天在��这个书叫什么？��《西藏佛教认知理论》的��这个里面有查到，他有讲到，他

说的真的蛮�好的，因为这样的方式分法的话，��可能我们不会再��混乱，��这样。就是

说，����他把这样分的��，根知根识����分开，意知跟意识��又分开，��这样��就比较清楚。��所以

说��根知又是什么，根识又是什么？��根知是知道的知，��根识��是意识的识。意知也是

知道的知，��意识是��知识的那个识。��所以��这样分开，大家记一下，��以后这些��会��有很

大的用处，��你这里分开的话以后可能就��你会很清楚。

��现在就是说我们��一直讲的时候，五根识����这样的时候，��那种跟识的时候，它是

在讲的的确是一个��觉知，��的确是它们五根识都是认知、��明了，为什么？因为它们



都是��明了、觉知其中之一的话，它们是三个是同义的嘛，��因此它们都是��认知，��

但是它们����不仅是认知，��它们更确切的来讲它们是��心王跟心所分开的话，��它们是心

王的，��所以五根识��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它讲的是��心王部分的��那种������五根

知啊。��但��是根知的话不一定是根识��，所以��它这个��就非常地清楚，��根知��里面��不只是

心王，��也有心所的��根知。所以这种心所不可以称为根识。因此在第六意知里面我

们可以分为意识，��这样的话，第六意知当中的第六意识��的确是心王。��但是第六意

知的话，��它有心��王跟心所，��它有����无分别心跟分别心。��第六意知��里面的范围是心里

面的范围是最大的，��所以��这样讲应该大家会比较有清楚。

��所以大家��记一下根知跟根识不同，为什么？根知��大于根识。��因为根识只能��

代表它是一个心王的一部分，��但是根知��不只是它里面有��心王的��这种心，��而且也有

心所的这种根知。而且意知也是如此��啊，意知藏文里面，我先讲��，意知它有心所��

跟心王都有，��但是意识只能说为心王而已。��这样的话就之前他问的问题就是说第

六意识不是心王吗？��是的，对，第六。��如果这样分的话，的确是�����心王的。但是第

六意知的话��不一定是心王。����我们藏文的话就是说根知叫做 wangbuxieba，��是根知。

根识的话，wangbunangxie。wangbeinangxie��也可以。��意知的话，��yijixieba，意知

叫��yijixieba。意识，yijinangxie，这样分就��很清楚了。��所以今天��去��查了一下不同的

版本在讲的用的名词，所以��发现有很多种，��有些词把它称之为��心，��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麻烦就比较大了。��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用这种的方式。

��（30:00）好，接下来我们，��上次有讲到的是��三个不同的（***是藏语）��他有

讲到关于此处所说的意现前的产生方式，��有��三种主张，��交替间隔产生，��第一个是

这样。��第二个是三者同步产生，��唯相续��后际生这种说法，��这些��的讲法都��上次是有

讲过了，��今天再重新的��为了我们复习啊。��第一个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是��

意现前跟��意现前它的生法方式是��非常非常深奥的，所以很多高僧以及这种��也有不

同的主张，也有��非常难以��，怎么说，��懂得，而且它是很深的。��

要在这里面多��解说多一点的话，可能以后对你们也有帮助。��当我们有讲到交

替间隔的产生，他是主张��在第一刹那的��取色之根现前产生之后，��第一刹那��的��取色

意现前紧接着产生，��其后��第二刹那的����取色之根现前产生，��预计在��每二��个根现前之

间就有一个意现前产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意现前生升起来的时候，它是怎么

生，意现前��都是需要透过意根，因为我们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

识，��它们的����不共增上缘都是自己的��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那��现在意现前的是从何而生的？��它是透过什么��不共增上缘去看境呢？����对啊，我们



就必须要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眼睛看��东西的话，��直接透过眼根就可以看

到东西了。��你你透过意识里面，意识不是透过眼根的，没办法，��所以它是怎么看��

外面的镜，��所以����这就是问题存在的地方。��前面都是五 5根识，现在他��是一个意，��

更��里面的一种心。��所以在里面的一种心，它要看外面的境，它是透过什么？��他在

这里面有讲到意现前的����不共增上缘当然是意根，��那意根又是什么？��这样来讲的时

候，意根其实也是��第六意知当中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它不是前五根，��也不是外��

在的色法里面的一种增上缘。��所以��这个是怎么产生？��在这里面它就是第一个��交替

间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眼根识在看东西的时候，��一看完它第一刹那一看完的时候，

然后它第一刹那看完它也是��生灭嘛。��任何一个无常的法有为法，����都是生了之后它

是马上灭的，��不是它一直会存在的。��所以说��眼根识一看这个东西��之后，��它马上会

灭，��这样灭的一刹那的��一灭的时候，��这个意现前��就在那时候产生出来的，��他就是

这样说的。��因为��意现前��它想要了悟这个色处的话，��它是透过眼识的��第一刹那灭的

时候，��就随，马上��会产生��他的意现前，����他这个意现前又生了之后马上灭的时候，��

前面的��眼识的第一刹那灭的这个��中间有意现前的第一刹那，����眼现前识的第二刹

那，��学会����才会升起来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第一个主张。��

在这里面��他们的主张有����不同的说法，��在一些，��他有讲到就是撒加班智达，他

的在《量理藏论》��中有指导。��关于这些意现前��之产生的模式是不同有不同的解释，����

这三个我们刚才有讲到的��交替间�隔产生以及三者同步产生，��以及��第三个是唯相续

后际的��三个不同的主张方式是谁讲的呢，撒加班智达有讲到说，��第一个交替间隔

的产生的方式是��在《释量论》里面有��提到，��这是印度的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他是

智者护所提出来的。��第二个三者同步产生的是由��婆罗门桑卡拉��南陀提出的，��这些

都是高僧啊，��他们的��对这些意现前的��刹那生法的方式��真的是有解释的不同。��第三

个，唯相续后际生是����谁提出来的呢，��法尚所提出来的，这些都是印度的那些学者。

所以��撒加班智达��他主张什么呢，����他是觉得说��第二个��三者同步的生法是比较��相应，��

所以他也主张第二��种，����他����排斥也好，他是破折��前面交替间隔生以及��后面的��唯相续

后际生，��所以他是只争第二 三者同步的产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自宗��是主要依

据的是��后面的唯相续而后而产生的��，这个也是��宗喀巴大师以及贾曹杰之大师��所承

认的生起意现前的方式了。��

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他是怎么��破除的呢，因为��这里面��他的方法是��第一个

为什么会��没办法承认呢，��意思就是说��第一刹那取色之根现前产生后，��第一刹那的

取色意现前，��前面是根现前，第一刹那的根现前，生后立即会产生��第一刹那的意



现前，��才��紧接着后产生的是��第一刹那的��取色根现前，��这样的话��他会破折的是原因

是什么？��他觉得说这是��没办法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心相续，它����第一刹那

跟第二刹那中间是没有隔绝的。��如果你在这两个第一刹那的��根现前当中安置了一

个��意现前出来的话，��第二刹那的��根现前��他跟前面的第一刹那��的确是有隔了一层��

另外一个心续，��所以一个心续��这样是没办法生。��第一个是��在这个逻辑方面上已经

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在这里面��他有讲的��逻辑上面是一个心相续是��一刹那是第二

刹那，接着的时候是��随时紧接着，而不是中间有空间可以让其他的��心续或者是这

种法生的��，没办法。��所以这是这样。那自宗又����破除第二个��三者同步产生，这个是

怎么破除呢？��在名称上也好或者是意义上这两个方面都��其实是没有办法����承认的��。

名称上是错误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有提到��三者，��意思就是说��第二主张，我们看一

下第二主张，��第 5 页，��主张第二刹那的取色根现前，还有第一刹那的��取色意现前

以及��感受前述��二者的��自证现前，这三者是同时产生的。��他简单地来讲，他这种的

说法��是没有办法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你如果这样说三者同时产生，倒不如

你说四个��心是一起产生好了，��为什么呢？��你既然说到第二刹那的取色根现前生的

时候，��也会有第一刹那的意现前产生，那����这两个��都是看外面的境的那种��认知，��

它们两个里面看��根根现前的自证��现前，��它也是同时产生的。��这样的话他说，��他的

意思就是说，那你��如果既然你可以有办法安立��根现前的自证知同时产生的话，为

什么第一刹那的意现前��为什么不在这里面，也说��意现前的这种自证知也��同时可以

产生，��这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他觉得应该��就有办法。如果你

这个没办法安立的话，��所以他认为说��第一刹那，��他这个自证知��不需要第二个，两

个自证知，��自证知就可以用两个看外面的������根识跟这个意识��都可以他证物��，这个是

不成立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第二刹那的取色根现前，��以及第一刹那的��取色

意现前是��他有��，那两个都是��看外面的色法，��色处的这个法，��所以��你有外面的两个

看色处的法，当然��现在剩下的是什么？三个同时生，就是有个自证知，��自证知是

看内��心相续当中的境，��他不看外面的境，他只看色处的这个知��的心����，它是这样的

一个法，所以你这个不只是一个，应该是两个才对啊，��同步两个产生才能够有办

法的。��所以这个是你这样没办法安立的话，那也没有办法。

��三者同步产生意义上来说为什么是不正确的呢？即使����在因为是��佛陀的教法

当中也好，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在一个众生的心相续当中，��你心相续，一个心续的

时候没办法生起����一个心续后面产生两种他��同样一个心续里面的。��所以这个是��没有



办法的，但是说我们心续是��同时产生，五根识都可以产生，��是可以，但这个是不

同的心续，��所以他们不一样。��如果说眼识透过你意识，��这些都是看色法的那种，

他们是心续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同时产生的，��这种的一个说法。��

所以它在这里面就是破除��第二者，��第二者当中��也有讲到说的是克珠杰大师，克珠

杰大师是承认第二种。他为什么会这样承认呢？��他在他的《七步量论》里面，��

他的想法跟��前面我们破折的方式��的意义上是��他撇开的这种��想法来观念来讲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觉得说��这三种同时生的原因是，他认为��每一种认知��只能

有一种心续，那个心续是不同的，��所以它们不同��才称之为��同类反体的同类反体，��

是同类反体的。��如果是一个心续��需要产生的话，那个叫做��同类实质。��所以��如果是

同类实质的方式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我说的是��同类反体的方式��而产生的。��

这样的话��可以，好比说，��同类反体，��比方说��杯子的无常跟柱子的无常，这些都叫

做同类��本体。但����同类��实质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近因��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果，����

比方说��用一个��泥巴��做成了����一个是����宝瓶平，��一个是��壶子��或者是一个杯，��这两个都是

从一个��同质、实质上面做下来，所以这两个，泥巴都是它的��近取因啊。��如果这样

的一个方式的话，他们的因是需要相续��同的，所以没办法��同时产生这种的一个说

法。��所以��克珠杰大师他的��解释方式是不一样的。����

自宗主要是承许的是什么？第三个，��唯相续后而��产生。��唯相续后而产生，就

是说��他在这里面有讲到的是，����唯有����紧跟随第一刹那，��取色根现前之后��才有��取色意

现前产生。��他这里面他所依据的是什么呢？��在此外��依着��大班智达班之大福称尊者��

注解法称的《释量论》的教科书《显密意义疏》中也清楚地说到对于��唯见此四者

的��心相续而言，必须主张��取色��之意现前，���� ��出现的时间��至多不会超过一个十边际

刹那，��十边际刹那。����这种的一个说法，它其实也是��看来就��他依据的是班智达 bianji

所囊扎巴��。班智达 bianji 所囊扎巴��意思是说��第一刹那��的眼根识��生了之后他也是��

不会再持久��停顿在这里面。他一刹那马上会面，��而这种的灭法的时间������十边际刹那

的这种��方式，��上次也有讲到过十边际刹那，����一个弹指的时候，它都可以分为��56

分的层次，��那种��至多不会超过����65 分，��所以在��从中��就会产生的是什么，��产生的就

是意现前。��

所以依据是这样的方式来安立的。��所谓此处所说的是必须��，一��、经中所说��

认知色的��法有��两种��，依于眼及依于意的情况来了解。��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是非常��

复杂的是��在讲的什么？��我们意现前��它要生必须透过它的意根而生起来的，意根又

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里也是��没有完全非常细的在讲，但是他有讲到��十边际刹那



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方向的，��因为在这里面都可以分为��65 个层次，��在这中间��你

是已经有��生起它的一种机会，��所以生灭的那一刹那就成为意根，那��一刹那中��有了

一个��他已经��有了一个，怎么说，����等无间知。����进入到无间知的一刹那，这个无间知

就是意根，��那意根的一刹那就是意现前出现，��所以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深奥的，

没有办法����很明显地��来讲述他们的这些��说法。��

那也有��一些我们��《俱舍论》当中��也有��这个过程的说法。��《俱舍论》当中的说

法是什么呢？��这个句子是由��玄奘大师翻译的“由即六识身，无间灭为意”。��这句

话就是说��六识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根识��，眼耳鼻舌身各自不同

的意识，在无间就是说等无间��的心续，这个��心续灭的那一刻��叫做意，��也就是所谓

的意现前，意根、意现前的��生出来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是��玄奘法师译的。

真谛法师译的是：“六中无间谢，说识名意根。”��你看��他这里��很明显的指到

意根，��眼根��是增上缘，是谁的呢，眼识的增上缘，眼识它一生，一刹那第一刹那

一生，��然后它��马上会灭，��正灭的一刹那就有一个无间等知，无间等知，这个����灭的

一刹那就叫做为意根，它也是意现前出现的时间。��就在这里面��主要讲的是第三个

唯相续后际生是这样的，��所以十边际刹那这个时间是 65 个层次，��叫做一个。它

是非常短的。��我们用弹指的时间来讲，��我们现在是��很难。它只是一刹那，但是这

个一刹那里面就有这么��多的层次。

��成事刹那，��比方说我们打坐，��打坐了之后你入定，��不管你入定一个小时也好，��

一天也好，或者是��你一分钟��也好，��你入定��之后出定的����那个时间里面就是成事刹那。��

不管你时间是用多少，反正你��做的这个事情一结束，从开始到结束就叫做��成事刹

那。��所以下面所谓此处所说的是必须依经中所说��认知色的��法有两种，“依于眼及

依于意”。意思就是说��看外面的这个法的这种的心识，就我们刚才觉知��还有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名相，刚有讲到。��所以��觉知，��还有认知、����明了��这些��看法的它的是有��

什么样的呢？��他就是说��依于眼识，所谓的眼识��跟眼根��，眼根也是可以看到吧，��

但是说他这里主要指的是眼识了，五根识这种说法。��以及��依于意识，��所以意识是��

第六意知的这种一个说法。

眼识��看了之后它��的信息给意识，��然后才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心所的这种法，��

所以它们是一个心续里面的心。

��好，再下面��。不是此处所说的意现前，例如��了知他心通。了知他心通，��他心

通为什么不是��意现前呢？他心通，��这些是完全不需要依赖����前面的五根识这种的一

个说法。��所以��，他心通��以及��我们所讲到的��还有��可以看到他的前世、他的��来世，��



以及��透过��天眼��可以看到很多��细的��法，��色体的法，色处啊，��或者是（按：声音断）����

处的法。��比方说我们也会讲到说��神通不一定就是��一个成就者才会有啊，一般有些

是因为他自己的业力而产生的，��就好比说我们就会��讲到说��你到了中阴界的时候，

一个中阴身��他是具有神通的，这些业力��而给他的神通，��但他有神通也无于济事，

就是没有办法运用什么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就是��具有这种神通。��

另外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说��那种老鹰��也有它有天眼通的那种��神通。��为什么呢，

就是说��隔了一大山，��外面有一个��什么动物死了之后，��那个老鹰在一个山的后面，

它都可以看到那边有一种��东西可以吃，��所以它可以飞到那边。所以��那些都是一种

它自己��业力而具有的神通。��所以这种的他神眼通就是不需要通过眼根识啊等等这

种的一个说法，����所以它是“不是此处所说的”那种，它就这样撇开来讲。

����因此我们在佛教里面不会对于这个神通是很��重视的，��它只是一个次要。��有些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修得非常精确，而且修到一定承��程度的时候，你自然

会得到，��而不用刻意去修它。��你修到神通，��并不是��你得到什么解脱，��有可能��透过

这个神通你����会更加造业，��更加��烦恼。����外道��，不是佛教的那种修行者，他们也有��

得到神通的，��所以神通只是一种��在佛教的����体系当中��绝对是一个次要的，不是主要

的。��因此��有一些人间当中我们有这种��讲神通的这种人，��大家就跟随他或者是对他

非常敬仰等等，然后��什么都听��他的这种��，其实这是一个��不该做的一种事情的，��

可能��我们学佛法不是为了这些人，也不是��纯粹是��想要得到什么，想要知道自己的

是什么。��主要是��你要铲除内心的这些污垢、��烦恼，��解脱��轮回的苦，��以及��最究竟还

是成佛，是��为主要的��。

时间��是差不多了。好，��今天��讲到这里。���

（以上文字仅供参考，以录音为准。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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